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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三七五租約對地主財產權之影響 

土地改革過程當中，三七五減租政策的推行扮演重要的角色。以往談

及三七五減租，大多將其視為政府的一項德政，對於保障佃農耕作權、扶

植自耕農等政策目標確實達到一定的成效，不容否認。然而就地主的觀點

而言，減租政策的推行卻也造成地主不小的衝擊，特別是三七五租約對其

財產權嚴格的限制，在社會環境快速變遷的今天，對於以往農業社會下保

護佃農的政策環境業已改變，而既有租約條件卻不見調整，實有再次檢視

租約內涵之必要。是以，本章先就減租政策之沿革加以闡述，次探討管制

性剝奪學說之相關判例及其發展概念，最後嘗試以管制性剝奪之概念檢視

三七五租約對於地主財產權構成之限制，探討是否得以此學說為保障地主

之財產權。 

第一節 減租政策沿革之評析1 

一、政策法規沿革 

民國34年臺灣光復，光復初期之租佃制度承襲舊慣，租佃問題非但未

因光復而有所改善，反而因為工業遭受戰爭之破壞，農村人口日漸增多，

原有業佃會又多解體，故一般業主往往藉口負擔過重而任意撤佃，預收地

租或加租加押，使業佃關係日趨複雜，導致農村經濟日漸蕭條。2 

有鑑於此，政府於民國36年3月20日以「從字第一○○五○號訓令」規

定佃農應繳之耕地地租，依正產物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計算，惟因當時之土

地法未有明文規定，各級政府推行法令不力，上開訓令形同具文。3自民國

37年底，陳誠接掌臺灣省政府，為了改善貧富差距懸殊的租佃關係，落實

孫山中先生「平均地權」之意旨，遂依據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四項「扶

植自耕農」之土地使用政策及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改良農民生活之

基本國策，本其在大陸實施「二五減租」的經驗，於民國38年4月14日公布

實施「臺灣省私有耕地租用辦法」，為執行便利起見，並陸續訂定「臺灣

省私有耕地租用辦法施行細則」、「臺灣省辦理私有耕地租約登記注意事

                                                 
1 減租政策為一連串土地改革運動之一環，在各政策推行之間有其關連性，因本研究設定

的範圍側重在減租政策之中，故以減租條例對財產權限制之沿革為主要內容。 
2 參見張維一等，1984，頁 11-12。 
3 釋字第五八○號解釋理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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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臺灣省推行三七五減租督導委員會組織規程」及「臺灣省各縣市

推行三七五減租督導委員會組織規程」等法規，進行全省租約總檢查、糾

正違約收租及違法撤佃事件、辦理換約及補訂租約，令知全省各縣市一律

自民國38年第一期農作物收割時開始辦理耕地三七五減租。因仍有地主以

減租後收益降低，強迫撤佃，司法機關沿用土地法及相關法令無法解決訟

爭，為確保推行三七五減租已獲得之初步成果，即於民國40年6月7日制定

公布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作為法律依據。4自此，耕地之租賃一律採取適

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之租佃關係。 

減租政策推行30年後，因社會型態與產業結構大為轉變，立法院乃於

民國72年12月23日修正公布減租條例，其中對於地主財產權影響較大者，

為第十七條以及第十九條之規定，其修訂前後的條文對照整理如表3-1所

示。 

表 3-1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民國72年12月23日修正公布） 

原條文 

（民國40年6月7日制定公布） 

第十七條 

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非有左列情

形之一不得終止： 

一、承租人死亡而無繼承人時。 

二、承租人放棄耕作權時。 

三、地租積欠達兩年之總額時。 

四、非因不可抗力繼續一年不為耕作時。 

五、經依法編定或變更為非耕地使用時。 

依前項第五款規定，終止租約時，除法律另

有規定外，出租人應給予承租人左列補償：

一、承租人改良土地所支付之費用。但以未

失效能部分之價值為限。 

二、尚未收穫農作物之價額。 

三、終止租約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減除土

地增值稅後餘額三分之一。 

第十七條 

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非有左列情

形之一不得終止： 

一、承租人死亡而無繼承人時。 

二、承租人因遷徙或轉業放棄其耕作權時。 

三、地租積欠達兩年之總額時。 

第十九條 

耕地租約期滿時，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出租

人不得收回自耕： 

一、出租人不能自任耕作者。 

二、出租人所有收益足以維持一家生活者。

三、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

生活依據者。 

第十九條 

耕地租約期滿時，如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出

租人不得收回自耕： 

一、出租人不能自任耕作者。 

二、出租人所有收益足以維持一家生活者。 

三、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

生活依據者。 

                                                 
4 參見立法院公報第二期及第三期合訂本，1951，頁 4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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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得收回與

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耕，不

受前項第二款規定之限制。 

出租人依前項規定收回耕地時，準用第十七

條第二項規定補償承租人。 

出租人不能維持其一家生活而有第一項第

三款情事時，得申請鄉(鎮、市、區)公所耕

地租佃委員會予以調處。 

 

 

 

 

 

出租人如確不能維持其一家生活而有前項

第三款情事同時發生時，得申請鄉鎮（區）

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予以調處。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本次條例之修訂，除了增訂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第五款，放寬租期

屆滿前得終止租約之規定，對地主之財產權限制稍有鬆綁外，為配合獎勵

投資條例5第六十五條及平均地權條例第七十六條、第七十七條之規定，復

於減租條例第十七條第二項增列因同條第一項第五款得終止租約時，除法

律另有規定外，出租人應給予承租人相當補償，其中「終止租約當期之公

告土地現值，減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三分之一」之規定，無異是對地主財

產權重大的衝擊，是項規定也造成今日租佃雙方解約時協商不成的主要原

因之一。此外，並修訂第十九條第二項，於租期屆滿時，得以擴大家庭農

場經營規模之理由，對其自耕地同一或近鄰地段之耕地收回自耕，並不受

「出租人所有收益足以維持一家生活者」之限制，為地主之財產權限制提

供解套方式，然而為兼顧承租人權益，同條第三項復規定依前項規定收回

耕地時，準用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補償承租人，使此項解套方式再度對財

產權產生束縛。 

民國89年1月4日修訂農業發展條例，其中第二十條規定修法之後的耕

地租賃契約，不再適用減租條例之規定，其立法理由略謂「為避免土地所

有權人因出租耕地以外之農業用地，供承租人作農業使用，有適用耕地三

七五減租條例之疑慮而保留不予出租，致土地無法有效利用，爰修正凡農

業用地所訂立之租賃契約均不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之規定。」該法條

之訂定雖有助於農地之流動性、提升農地使用效率，然而對於既有尚未解

除之三七五租約而言卻無實質助益。 

減租政策之推行，自民國38年起迄今，其相關法規之內容迭有變遷，

而對於地主財產權之限制，亦隨之增減，為便於理解地主財產權之消長，

本研究單就租額、租期與其他重大負擔項目茲將相關法規通過時點以及其

                                                 
5 獎勵投資條例已於民國 80 年 1 月 1 日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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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地主財產權之限制，整理如表3-2所示。 

表3-2 減租政策相關法規之沿革與其對地主財產權之影響 

對地主財產權之實質影響 年

別 

大法官解釋、 

法規／命令 
說明 

租額 租期 其他負擔 

36 
從字第一○○五○號

訓令（3月 22 日） 

臺灣推行減租政策

之濫觴。 
因推行法令不力，訓令形同具文 

38 

臺灣省私有耕地租用

辦法及其施行細則等 

（4 月 14 日起） 

全面推行減租政

策，強制地主訂定

租約或換約。 

375�最高

租額限制
－ 

特別水租 

由出租人負擔 

40 
頒布耕地三七五減租

條例（6月 7日） 

確保減租政策之成

果，做為減租政策

之法律依據。 

375�最高

租額限制

六年為一

期，期滿換

約續訂 

－ 

修訂減租條例 

第 17 條 

（12 月 23 日） 

－ － 

72 
修訂減租條例 

第 19 條 

（12 月 23 日） 

放寬終止租約規

定，但應給予承租

人相當補償。 
－ － 

因用地變更或

擴大農場經營

規模終止租約

時，需給予 1/3

地價等補償。 

89 

修訂農發條例 

第 20 條 

（1月 4日） 

農業用地租賃契

約，不適用耕地三

七五減租條例之規

定。 

租佃雙方可就租額、租期等內容自由訂

定契約，但是對既有三七五租約的地主

之財產權限制，卻無積極解套實益。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從上述各項法規之沿革及其對地主財產權的影響，單就租額、租期與

其他重大負擔項目而言，比較依農業發展條例規定自由訂定耕地租賃契約

內容的其他地主，三七五租約地主所受到的財產權限制，似已超過一般人

所應承受的社會責任，尤其對於租約之續訂，只要承租人有意願續約出租

人即不得拒絕，對地主而言屬「財產權收益權能持續性之限制」，是否構

成地主之「特別犧牲」，有待後續章節進一步檢驗。 

二、政策評析 

事實上三七五減租政策屬於租金管制政策之一種，而租金管制通常在

戰爭時期被用以減輕承租人的經濟壓力。臺灣光復之初社會秩序尚未安

定，大多數佃農沒有生產資源只得向地主佃耕。隨後國民政府於民國38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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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台，眼見當時農業生產環境惡劣，佃農受不合理的租佃條件對待，故政

府推行減租政策以穩定農業社會的生產秩序，作為土地改革政策的第一步。 

租金管制的目的是允許地主支付實際且合理的費用，以及收取公平的

利益，同時也保護大眾利益，使其擁有能夠負擔且維持適當租金的住宅。6

減租政策之原意也是如此，但套用到今日的社會情況就不免會被質疑，對

地主而言既不合理且不公平，例如耕地已變更編訂的地主必須支付一筆為

數可觀的地價稅，卻未能將其耕地建築開發使用，並且僅能收取微薄之租

金收益。民法第七五六條規定「所有人，於法令限制之範圍內，得自由使

用、收益、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然而三七五租約之地主

卻因減租條例之規定而無法自由「收益」其所有物，形成財產權之限制。 

此外，減租條例的修訂雖然對地主收回耕地之條件有所放寬，然而卻

增加地主必須補償佃農之規定，實際上並未減輕地主之財產權負擔。雖然

釋字第五八○號解釋已宣告，地主因擴大農場經營規模而收回耕地必須補

償佃農之規定失效，但是如何處理這些尚未解約之三七五租約，卻未多加

以著墨，誠為可惜。然而解釋文中同時也指出由地主一律以公告土地現值

扣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之「三分之一」的固定比率補償佃農，因時空變異

有檢討之必要，顯示大法官無法立即為地主解除財產權之限制，而表達出

法條應與時俱進的關切。如同Meltz（1999）所言，對於承租人來說，任何

源自於租金管制的長期利益，最後都會變成保護太過。立法者應該也有察

覺到這一點，是以，在這一連串相關法規的修訂之下，可以看出現行法規

對於地主財產權之限制，有越來越鬆綁之趨勢。 

三七五租約相關規定在現行保障農民生活之基本國策前提下，租佃契

約已然形成地主財產權之限制，而嚴格的法規限制究竟是否如大法官會議

解釋所言，維持租約及補償佃農屬地主應負擔之社會義務，還是租約早已

超過地主所應容忍之合理範疇？ 

對於政府因促進保障佃農生活之公共利益，而實施三七五政策使地主

財產權遭受侵害者，國內法體系上未有得以請求補償之管道，而在美國，

當財產所有權人因政府管制政策之執行造成其財產價值減損時，得以「管

                                                 
6  Cotati Alliance for Better Hous. v. City of Cotati, 148 Cal. App. 3d 280, 296,195 

Rptr.825(1983)。雖然法院對租金管制給予正向肯定之解釋，但該市租金管制法隨後在

1997 年的時候再度被挑戰與質疑。（轉引自 Meltz 等，1999，頁 297，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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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剝奪」之概念據以提出補償之請求。故以下將透過管制性剝奪學說之

分析及其相關判例所發展之概念予以探討，並嘗試以這樣的概念套用於三

七五減租政策上加以檢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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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管制性剝奪學說之探討 
近年來，源於美國憲法第五增補條款7之下，正興起一項新的發展。以

「財產權」為名義的私人、團體，或其他私有財產的所有權人向法院抗辯，

無論何時當政府執行法律或管制規則，或政府機構是依據現存的法律採取

行動，任何會降低被影響財產價值的行為皆被歸類為「剝奪」，而受損害

的一方應獲得公平的補償。 

大部分剝奪案例的探究是在一種明確的規則下被解決，這是因為大部

分的案例是在美國憲法第五增補條款之下，牽涉到依照徵收機關所為的徵

收行為而產生，而直截了當地總是把它視為剝奪。然而，如果我們只把焦

點集中在「管制性剝奪」的案例時，那些被政府聲稱在警察權之下所為之

行動，而財產所有權人主張政府行為應藉由「徵收」為之，此時我們可以

發現大部分的案例並不是在明確的規則下被裁定，而是在最高法院承認特

別地（ad hoc）、特定事實（fact-specific）以及公然混亂的（openly messy）

標準下裁定。此種最高法院的特別檢視（ad hoc review）8最早起源於1922

年的馬宏案（Mahon）9，而今則以提出現代公式化表述的中央車站案（Penn 

Central Transportation）10為代表。11 

在我國，國家以公權力合法剝奪人民財產權，亦即公用徵收時，應予

以補償，此屬合法有責之行政行為；而為促進公共利益，政府制定法規於

一定限度內限制人民財產權，則為合法無責之行政行為，類似美國法所謂

警察權之行使；另公務員執行職務行使公權力，因故意或過失違法侵害人

民權利，應給予國家賠償，此即為政府行政行為違法有責之情形12；然我國

目前對於違法無責之行為，未有明確之定論。而美國法剝奪概念即是介於

合法侵害有補償（徵收）與合法侵害無補償（警察權）間，對違法無責的

侵害給予填補，以保障私有財產權的一種補償制度（張泰煌，1998a）。美

國憲法第五增補條款中規定：「人民的財產不得被政府不給予公平的補償

                                                 
7 又稱之為 Taking Clause。 
8 特別檢視的目的在於決定：是否「公平與正義」要求因管制造成的經濟傷害需要由政府

來補償，而非維持此種經濟傷害不相稱地集中在少數人的身上。438 U.S. 104(1978) at 
123-24。 

9 Pennsylvania Coal Co. v. Mahon(1922) 260 U.S. 393。 
10 Penn Central Transportation v. New York City(1978) 438 U.S 104。 
11 Dana and Merrill, 2002, p121. 
12 參見陳敏，2003，頁 1123-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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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剝奪作為公用。」即清楚地說明當政府獲取私有財產供作公共目的使用，

必須支付補償。然而，徵收條款當中對於禁止所有權人對其財產作某些使

用的「管制」（regulatory），卻沒有任何得以比較參考的文獻。直到1922

年的馬宏案，美國最高法院首度承認土地使用管制足以對私有產構成剝

奪，至此之後，管制性剝奪之判決便不斷出現。 

理論上而言，管制性剝奪是一個「反向徵收」之訴（即反向請求政府

徵收）（inverse condemnation）13，在反向徵收之訴下財產所有權人為了補

償而進行訴訟，如同政府機構執行傳統徵收過程時一樣，訴訟成功後財產

所有權人才得以獲得補償。因此，法院所關注管制性剝奪所發展的習慣法，

已促成私部門對抗政府以尋求補償之管道。然而，那些會對於社會大眾產

生公害或對大眾健康有危害的行為管制，並不會獲得補償。法院也認為在

此之下，所有權人的權利並未被過於限制。然而，當管制限制了財產的發

展，而僅是為了模糊不清之目的來保護自然環境時，這樣具爭議的剝奪補

償案例就會發生。但不是說政府因此沒有權利禁止對人民財產權做限制，

而是說因為政府行動對財產所有權人財產價值減損時，要給予補償。茲說

明具有代表性的幾個重要案例14，並整理由該案例之判決中所歸納出來的剝

奪（特別是管制性剝奪）論點如下。 

一、重要案例介紹 

當代剝奪的判決基礎始於1922年馬宏案，在該案例中，美國最高法院

承認，在警察權之下政府有權力限制某程度的土地使用。然而當地主的經

濟利益受到不能挽回的傷害時，管制行為可能是有償的。如同大法官Holmes

所言：「當財產被管制到某種程度，如果管制太過，將被視為剝奪。」Holmes

所說管制有時太過的觀點，成為後續案例對抗政府管制行為的訴訟基礎。

然而就其本身而言，它並未明確定義何謂「管制太過」。 

直到1978年中央車站案，最高法院近一步定義管制太過的內涵。在管

制規則之下，必需要權衡「經濟衝擊」（economic impact）、「投資回收

的預期」（investment backed expectation）以及「政府行動的性質」（character 

                                                 
13 即因政府機構剝奪人民財產造成財產某部份的嚴重損失，而與徵收整個財產的結果相

當。因此財產所有權人主張在憲法徵收補償權之下政府徵收財產，所有權人被賦予補償

財產損失（部份或全部）的權利。見 http://dictionary.law.com。 
14 以下案情可參閱 Wise，1992，頁 303-325，以及周家維，2002，頁 4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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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government action），並且與公共利益相衡之下取得平衡。該案例透

露出，當政府行動依上述考量因素後所採取的管制措施，縱使對財產所有

權人造成影響，也不一定會被視為剝奪。15然而，雖然有上述三項衡量因素，

卻沒有一個權衡的標準，在1984年最高法院的判決16當中即指出三項因素的

重要性會隨個案相異而有所不同。 

以土地使用管制是否違憲作為訴訟核心者，則以1980年的艾俊案

（Agins）17為代表。該案中，法院裁定開放空間的土地使用管制為合法的

公共利益，否定其為剝奪，因此無須就其補償進行討論18，然而判決中也同

時指出，若管制法令在本質上不能使州的利益合法化，或是否定了所有權

人其土地合理可行的經濟使用，則將會構成剝奪19。 

1985年的威廉森郡案（Williamson County）20，同樣是以開發強度降低為

上訴核心。法院之判決結果認為雖然土地所有權人之合理經濟使用遭受剝

奪，然而其卻未經由正當法律程序，以尋求救濟，不符合憲法第十四增補

條款的正當程序原則，因此駁回其訴訟。 

其後兩年（1987年）法院成立三起關於管制性剝奪判決之案例，它們

分別為楔石教會案（Keystone Bituminous）21、路德教會案（Lutheran Church）
22以及諾能案（Nollan）23。首先為1987年3月楔石教會案，該案情與馬宏案

類似，然而卻有不同的判決結果。法院視土地所有權人的財產權為一束權

利，雖然某部份權利被限制，卻仍保有合理經濟使用。然而，多數法官也

在該判決的註腳中重申馬宏案的教誨，意即「法院應該要檢視該法規有效

的條款，以達法規之真意，而非僅是其所陳述的目的」。因此，最高法院

                                                 
15 本案雖判決上訴人敗訴，卻有三位大法官認為其已構成準徵收，因為本案的上訴人受到

實質之損害，該法律是為了紐約市民和旅客之視覺享受而非謂了防弊，而受到該法律限

制之建築不到紐約市總建築物之千分之一，眾人之負擔由少數人負擔正是準徵收保護所

欲防止之對象。（謝哲勝，1996，頁 124） 
16 詳見 Ruckelshaus v. Monsanto(1984：986)。 
17 Agins v. City of Tiburon(1980) 447 U.S. 255。 
18 有大法官認為，土地所有權人受土地使用管制，復限制其賠償請求權，乃不合於憲法之

規定。詳情可參見 San Diego Gas and Electric Co. v. City of San Diego, 1980:651-661。 
19 在 1992 年的 Lucas 判決中認為就財產「所有經濟上有利使用之否定」本身而言即屬於

剝奪。 
20 Williamson County Regional Planning Commission v. Hamilton Bank(1985) 473 U.S. 172。 
21 Keystone Bituminous Coal Ass’n v. DeBenedictis(1987) 480 U.S. 470。 
22 First English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of Glendale v. County of Los Angeles, 

California(1987) 482 U.S.304。 
23 Nollan v. California Coastal Commission(1987) 483 U.S.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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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示了一項法院審查政府機構在操作管制性條款時，是否達成促進合法的

國家利益的指標（Wise, 1992）。 

隨後為1987年6月的路德教會案。因為教會的土地受到禁建限制而提出

訴訟，法院判決的結果雖然宣布此限制無效，卻未給予補償，教會因此上

訴。最高法院對此做出判決，承認在該土地受禁建的期間構成剝奪，必需

給予補償。此案的判決引起相當之關切，因為該判決中認為，暫時性的管

制亦必須給予補償，同時，對管制性剝奪而言，補償之救濟合乎憲法上的

要求。 

兩個星期之後，法院裁定了諾能案。美國最高法院以一票之差認定本

案構成剝奪。原因是因為所有權人之排他權為財產權的基本權能之一，設

定永久性物理上占有之通行地役權，無異剝奪其排他權。在本判決中，法

院認為管制手段與管制目的之間，應存在必要的連結性（essential nexus），

若缺乏必要連接性的管制就不能算是合法的土地使用管制，而是一種完全

的強取豪奪（out-and-out plan of extortion）。因此，本判決不僅包含楔石教

會案所明示「合法促進州利益」之外，更形成在土地使用管制（手段）與

促進合法的州利益（目的）之間，應存有必要之連結。 

茲將上述判決中所建構之管制性剝奪發展，整理如下表3-3所示。 

表3-3 剝奪案例與其概念發展匯整表 
年代 案例 判決標準 剝奪概念之發展 

1922 馬宏案 土地權利價值減損 1. 首度出現剝奪之概念 

2. 以財產之經濟衝擊程度為衡量依據 

1978 中央車站案 投資回收預期 

1. 以經濟衝擊、投資回收的預期及政

府行動的性質為衡量因素。 

2. 三項因素之權衡沒有一定標準，隨

個案不同而有所改變。 

1980 艾俊案 合理經濟之使用 

1. 非屬剝奪之案例，毋須就其補償加

以討論。 

2. 管制法令在本質上必須使州的利益

合法化，且不能否定所有權人其土

地可行的經濟使用。 

1985 威廉森郡案 正當法律之程序 1.剝奪之訴須遵循正當法律程序。 

楔石教會案 完整土地權利之價值

1. 視財產權為權利集束。 

2. 必須審查管制性法規之立法真意，

是否促進合法的州利益。 

1987 

路德教會案 合理經濟之使用 
1.暫時性的管制剝奪也必須給予補

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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諾能案 合法促進州的利益 

1. 剝奪財產所有權人之排他權視為剝

奪。 

2. 管制手段與管制目的之間需存有必

要連結性。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上述典型的判決結果，成為管制性剝奪案例裁定時的參考。美國最高

法院其後在進行管制性剝奪訴訟案件時，大致上並不脫離上述發展之概

念，藉以作為評判依據。然而在2005年，一個引起眾多討論的判決，將政

府徵收權的行使作擴張解釋，即是著名的奇洛（Kelo）案24。康乃狄克州的

新倫敦市為了改善當地經濟發展，徵收私有財產並出售給私人開發商，宣

稱開發商將創造工作機會並且增加政府稅收。奇洛太太等認為該市違反美

國憲法第五徵補條款而提起訴訟。最高法院最後以五票對四票的比數，裁

定該城市並未違反規定，即該市徵收私人財產並不是為了圖利給特定的私

人團體，而是遵循一個經濟發展計畫。多數意見認為憲法第五增補條款並

沒有要求解釋為「字面上」的公共使用（public use），而是在本質上擴張

公共使用的解釋為「公共目的」（public purpose）。財產權也因該判決的

成立淪為低於公民權、自由權等的次級權利（Totten, J.D, and Lambert, 

2005）。 

最高法院對本案的裁定，引起正反兩方的爭辯。支持者如Fischel

（2005/2006）認為，在Kelo案以前，即有足夠的案例來解釋何謂公共使用，

他並指出真正阻止徵收權濫用的方法不是去禁止為了經濟發展而行使徵收

權，而是確保這些資金是被政府當局用以擴展公共支援與公共利益。然而

反對者更不在少數，他們大多是抨擊最高法院之多數意見將公共使用擴張

解釋為公共目的，以及只因為社會的需求在國家中隨著環境變遷而演進，

而順應立法的判決（Totten, J.D, and Lambert, 2005）。在Kelo案之後，美國

34個州採取行動對徵收權之行使加以限制，其中有26個州通過立法，5個州

通過憲法修正案，另外有3個州則是兩者皆通過（Garrett and Rothstein, 

2007）。25另外，美國總統小布希也發布一項行政命令對聯邦政府徵收私有

財產加以限制。26 

                                                 
24 Kelo v. City of New London(2005) 545 U. S. ____。 
25 關於美國各州立法情形可於 http://www.ncsl.org/index.htm 查詢。 
26 “Executive Order: Protecting the Property Right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June 23,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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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雖然該判決判定政府徵收私有財產並移轉給私有開發商，

據以改善當地經濟發展及增加就業機會與稅收，尚不違背公共使用的原

則，然而學術界與政府部門反而掀起一股徵收權使用之限制以及保障私有

財產權的浪潮，此乃最高法院始料未及的結果。 

二、管制性剝奪之裁定準則 

雖然至今對於管制性剝奪仍沒有明確的操作型定義，但是隨著反向徵

收之訴案例不斷的增加，我們可以由法院的判例中歸納出其裁定之準則，

一般來說，自財產所有權人主張其財產受到管制性剝奪而提出訴訟後，法

院裁定該案是否成立，大抵上可以分為程序審認與實質審認（包括前提審

認與案情審認）之五項準則。 

（一）程續審認 

此部份包括有二項準則，一是「當事人適格」，另一則是「正當法律

程序」，茲分述如下： 

1.當事人適格 

係指當事人就具體特定訴訟，得以自己之名為原告或被告之資

格，因而得受為訴訟標的之法律關係之本案終局之判決者而言。27簡言

之，當事人適格就是訴訟當事人具有適當之資格與地位以進行訴訟，

並接受該訴訟終局裁判之結果者（陳文政，1999：203）。 

2.正當法律程序 

所謂正當法律程序，乃是依照美國憲法第十四增補條款所規定：

「無論何州均不得不經過正當的法律程序即剝奪任何人之生命、自由

或財產；亦不得對州管轄權之內的任何人，否認其有權享受法律上的

平等保護。」按張泰煌（1998b）之見解，正當法律程序不僅是指公平

合理的司法手續，也指公平合理的法律。因此，當事人於提請訴訟前

必須用盡所有行政救濟之程序，法院方得以其符合正當法律程序而予

以裁決。 

 

                                                 
27 王甲乙，1995，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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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質審認 

此部份則包括兩種審認面向，一是前提審認，另一項則是案情審認。

首先就前提審認之部分予以說明： 

1.公共利益存在 

管制性法律是否存在公共利益通常可從立法理由看出，立法者大

多會在立法理由中明示其立法之目的，此目的即是判斷公共利益存在

與否的基準（謝哲勝，1996：122）。換句話說，政府行動的本質要實

質上促進州的合法利益。如艾俊案裁定土地使用管制實質上促進州的

合法利益即為一例。 

2.管制手段與目的之必要連結 

認定公共利益存在之後，尚需對於促成此項公共利益之手段加以

檢視。審查之標準是理性的基礎（rational basis），亦即如果此項法規

是達成此項目的之理性方法，則法院將尊重立法者之決定（謝哲勝，

1996：123）。這裡的必要連結則類似我國「比例原則」之運用。 

實質審認的另一面向是案情審認，它著重在「財產之經濟衝擊」。自

馬宏案後，法院以財產經濟衝擊程度為衡量管制性剝奪之依據，然而經濟

衝擊之定義未免太過模糊，因此在其後之判例當中，便明確的點出以下三

個因素，作為經濟衝擊之分析。 

1.土地之整體價值 

財產權被視為一項權利集束，法院在裁定土地因管制致使價值貶

損，最常被用以衡量的指標為公平市場價值的減損（diminution in fair 

market value, DMV），而公平市場價值的減損是以土地之整體價值觀

之。茲舉一例說明，如圖3-1所示，財產所有權人擁有一塊40公頃的土

地，因受管制之故，其左上角4公頃土地被限制使用。若我們將受管制

之土地視為一個單位，則該單位因管制之執行使其價值遭受100％之減

損，造成完全無法使用之情況；但我們若將其視為40公頃土地中的一

小部分，則土地受損之價值僅達10％，財產所有權人尚得以自由運用

90％之財產權。是以，在中央車站案的判決之下，法院慣以衡量土地

之整體價值，作為判定管制性剝奪成立與否之考量。當財產總價值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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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的百分比過小，則財產所有權人被視為應忍受因公共利益所加諸之

負擔。 

 

圖3-1 土地財產權受管制範圍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2.合理之經濟使用 

對於土地估價而言，欲評估某勘估標的之價值最常被使用且最重

要的原則之一，即為最高最有效使用原則（HABU）。然而，就管制

性剝奪而言，判定財產權是否具合理之經濟使用，卻不是以最高最有

效使用衡量，原因在於，當財產權受限於管制法規，必然不得完全發

揮其財產權價值，而被加諸相當之負擔。雖然法院並未明確指出合理

經濟使用的意義，但如Roddewing & Duerksen（1989）所言：「法院以

財產所有權人是否試著租、售其財產權或經濟可行使用，若財產權人

沒有嘗試這樣做，財產權人難以宣稱沒有合理經濟使用價值。」但值

得思考的是，當財產所有權人受嚴格管制之時，縱使財產所有權人嘗

試租、售其財產，是否有人願意在這般嚴格的使用條件之下表達租、

售之意願？又財產權人需經歷多久時間之等待才能認定其不具合理經

濟使用？尚未有定論。 

3.投資回收之預期28 

對於私有財產，所有權人有合理的投資報酬預期，稱為「投資回

收之預期」（Hamilton，1995）。所謂投資回收之預期，是指財產權

人合理預期財產可使用部分所產生的利得（Roddewig and Duerksen，

1989）。當管制妨害了所有權人使用其財產的合理預期時，所有權人

就有權利求償。通常法院是以土地的購買時間來檢視所有權人是否有

合理的預期，當政府新的管制行為不允許人民依據先前的法令、或政

府的計畫所允許開發的型態或強度進行土地利用時，從投資者的合理

回收預期之角度分析，此種新的管制限制可視為剝奪（Searchinger，

                                                 
28 馮君君、卓佳慧，2001，頁 54。 

40 公頃 

4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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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張泰煌，1998c）；然若管制前的土地使用違背土地本身在安全

或資源保育考量上應有的開發方式或程度，即屬於不合理的使用（如

在濕地上開發），那麼管制後的損失只能算是反映土地的利用上本不

該獲取的利益部分，非屬法律保障之範圍，則不視為剝奪（張泰煌，

1998c）。 

三、管制性剝奪判決成立之救濟 

基於美國憲法第五增補條款之規定，徵收為公用的財產必須給予補

償，而是項規定亦適用於管制性剝奪之案例。給予財產所有權人補償，除

了基於公平正義原則之外，另外一項很重要的理由是藉由補償的負擔，可

以使政府機構更為謹慎且更有效率地行使警察權來進行管制，以節省執行

管制的成本，且保障土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權。若法院裁定管制性剝奪判決

成立，對於財產權受限制者基本上有兩種救濟方式，分別是撤銷管制以及

給予金錢補償，茲分述如下。 

（一）撤銷管制 

當法規或管制命令造成管制性剝奪發生時，法院可以撤銷管制或是採

取行政補救措施，解除所有權人之財產限制。例如1922年的馬宏案，最高

法院即是宣佈禁止採礦的法規無效，該公司仍可維持採礦活動；又如1987

年的路德教會案，法院同樣也是宣佈禁限建管制無效，教會得回復其管制

前的最佳建築使用狀態。在1978年聖地牙哥瓦斯與電力公司上訴案29中，

Brennan、Stewart、Marshall以及Powell等四位大法官認為，對於永久性剝

奪的土地，應該由政府修正或廢除造成侵害的法規，以消除剝奪的狀態。

然而，若撤銷管制在執行上有極大困難的時候，一般而言將採取金錢補償

的方式予以救濟。 

（二）給予金錢補償 

長期性的管制性剝奪應予撤銷管制，而短期或暫時性的管制性剝奪則

應予適當的金錢補償。例如1987年的路德教會案，最高法院即認為暫時性

的管制性剝奪同樣也構成必須補償的剝奪行為，縱使該條例後來被撤銷，

還是必須給予金錢補償。同樣是Brennan等四位大法官在聖地牙哥瓦斯與電

                                                 
29 San Diego Gas and Electric Co. v. City of San Diego, 146. Cal Rptr 103.(App, 1978)，案情可

參考張泰煌，1998a，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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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公司上訴案中提出不同意見書，該意見書中提及，「政府在管制條例造

成剝奪行為的有效日期開始，支付財產所有權人公平的補償，而在政府決

定修正管制條例時停止補償。」其中，所謂公平的補償指的是市場價值

（market value），按國際評價準則第一號（International Valuation Standard 

1, IVS1）之定義30，市場價值是指在價格日期，有意願的買賣雙方具備充

分知識並謹慎行動，經過適當市場行銷後，在正常交易不受脅迫的情況下

之估計總額。 

然而，Walter(1995)曾對美國法院管制性剝奪的判決作了一項統計，在

上千件的案例中，實際能計算價值減損的案子只有26件，而且相關的資訊

也十分不完整，計算也並非十分精確。另外，除了上述缺點，法院並沒有

很清楚的區分市場價值與投資價值（investment value），甚至是混合了兩

者之間的概念。但法院若採取不同的概念予以估算補償價值，則會產生相

當大的價差，對於政府或財產所有權人的權益也會造成不公。因此，法院

在估算補償額度時，不僅應該對市場價值的概念有所理解，同時也應該完

整蒐集標的物的相關資訊，以利估算作業之進行。 

 

                                                 
30 參照 IVS1(2005)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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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三七五租約之研析 
在減租條例之規範下，究竟三七五租約對於租佃雙方之財產權如何配

置？其對租佃雙方財產權之保障與限制又包括哪些？本節將先就三七五租

約之財產權進行分析，探究租佃雙方之財產權保障與限制（權利、義務），

接著再探討三七五租約對地主是否構成管制性剝奪之侵害。 

一、三七五租約之財產權分析 

Bromley(1991)在財產權三種法則保障之下，將A、B兩者間之財產權授

權狀況，整理歸納為B受財產法則保護、B受責任法則保護、A受財產法則

保護、A受責任法則保護以及B受禁制法則保護等五種授權型態。而三七五

租約之財產授權類型卻更為複雜，大抵而言，政府在推行減租政策制定法

令之初，採取的是禁制法則之保障型態（類型五），亦即政府採取禁止財

產權轉讓之方法，規定出租人將其所有權讓典與第三人，租佃契約仍繼續

有效31，藉以保護佃農之耕作權，但同時也明定承租人耕地轉租之禁止32，

避免佃農成為「二房東」而違背減租條例立法原意。是以，地主雖然是起

始財產權之擁有者，然而政府卻塑造出佃農之耕作權（幾近永佃權）。然

而減租條例之授權型態與禁制法則不完全相同之處，在於減租條例第十七

條與第十九條規定，當承租人財產權被剝奪時出租人應付出相當之補償代

價，故此部分規定較類似財產權授權型態之責任法則（類型二），亦即地

主可侵權佃農，但必須給予補償。自釋字第五八○號解釋公布後，地價補

償之規定則呈現由租佃雙方衡酌各種情況自行協議之傾向。果真如此，則

又與責任法則之型態有所歧異。 

若將減租條例予以檢視分析，我們可以整理出租佃雙方對於耕地之財

產權保障與限制如表3-4所示。 

                                                 
31 參照減租條例第二十五條之規定。 
32 參照減租條例第十六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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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減租條例中租佃雙方之財產權分析 

身分別 

財產權保障與限制 
地主 佃農 

財產權「使用」 

保障與限制 

1. 地主僅持有不完整之所有

權，使用權完全賦予佃農，

故地主毫無使用權可言。

（限制） 

2. 原無條件提供佃農使用之

農舍，不得藉詞拒絕。（限

制） 

1. 佃農不具有所有權，但得在

農地利用法規之下自由使

用耕地。（保障） 

 

2. 可無條件使用地主提供之

農舍。（保障） 

財產權「收益」 

保障與限制 

1. 每年地主可收取定額之租

金，但租金自民國四十年起

未曾調整，屬於不完整的收

益權。（限制） 

2. 若遇災歉則收取之租金被

打折，甚至收不到租金，耕

作之風險由地主共同承

擔。（限制） 

3. 若由佃農給付實物租金，地

主要負擔運費。（限制） 

4. 原無條件提供給佃農使用

之農舍，於減租條例實施後

亦不得收取報酬。（限制）

5. 地主不具預收地租或收取

押租的權利。（限制） 

 

6. 地主雖能享受耕地變更為

非耕地之土地增值，但必須

給予佃農地價三分之一的

補償。（限制） 

7. 變更為非耕地且公共設施

完竣地區，地主必須負擔地

價稅。（限制） 

1. 佃農投入勞力、資本之後，

扣除必須給予地主之租

金，得自由收取耕地之利

益。（保障） 

2. 享有遇災歉減免租金的權

利，耕作收成之風險分散至

地主身上。（保障） 

 

3. 佃農享有積欠地租達兩年

總額之消極權利。（保障） 

4. 因使用地主提供之免費農

舍產生之收益，完全收歸自

己所有。（保障） 

5. 佃農免於承租耕地被收取

押金或預收地租之負擔。

（保障） 

6. 佃農對於耕地變更之增值

享有三分之一的權利。（保

障） 

 

7. 耕地使用低成本。（保障） 

財產權「交易與處分」 

保障與限制 

1. 地主無法自由選擇承租

人，且無特定原因亦不得終

止租約。（限制） 

2. 耕地出賣或出典時，地主要

優先以同等條件告知承租

人。（限制） 

3. 租約期滿前，地主縱將其所

有權讓典與第三人，租佃契

約對於受讓受典人仍繼續

有效。（限制） 

4. 受限制的不完整所有權，讓

地主難以在正常市場交易

與處分其耕地。（限制） 

1. 只要佃農願意，即可享有續

約的權利，且租約得以繼

承。（保障） 

2. 耕地出賣或出典時，承租人

享有優先承受之權利。（保

障） 

3. 佃農租賃權十分穩固，其租

佃契約之效力得以對抗地

主讓典之第三人而繼續存

在。（保障） 

4. 承租人不得轉租，轉租使租

約歸於無效。（限制） 

其他權利之保障與負擔 
租佃委員會之組成代表，佃農人數不得少於地主與自耕農代表

人數之總和，佃農享有多數決的優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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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租佃雙方財產權之剖析，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地主與佃農享

有之權利與負擔之義務呈現極度不平衡的關係，綜觀整部減租條例除了保

障地主得收取租金，其餘規定泰半是對地主財產權之使用、收益與處分之

限制；反觀減租條例對佃農之財產權，除了明定其不得違反轉租之規定，

餘者幾乎都是保障佃農之耕作權以及享受其承租耕地之使用、收益之權

利。若將三七五租約地主之財產權與一般農地租約地主之財產權比較，更

可以發現三七五租約地主所受之財產權限制實非一般人應與忍受之負擔。

減租政策之推行有其時代背景，達到的成效也不容否認，但其實減租政策

只是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的手段，並非最終目的。然而實施耕者有其田條

例早在民國82年7月30日就已廢止，而民國89年1月4日農業發展條例修正公

布之後，新訂耕地租約得由租佃雙方自由約定租約內容，已不受減租條例

之規範，究竟還維持三七五租約的地主，他們的權益要如何來維護？因此，

以下將透過上述管制性剝奪學說概念檢視三七五租約，嘗試以此作為地主

維護其財產權之抗辯管道。 

二、三七五租約構成管制性剝奪之檢視 

（一）管制性剝奪檢視三七五租約適切性探討 

美國憲法第五增修條款中明示「人民的財產不得被政府不給予公平的

補償即『剝奪』作為『公用』」。此時即產生本研究以管制性剝奪概念來

檢視三七五租約適切與否的問題，第一，三七五租約之「出租耕地」並非

被政府「剝奪」；第二，出租給「佃農」之耕地亦非作為「公用」，因此

有無法直接以管制性剝奪之概念檢視三七五租約之疑慮，是以有必要先行

將上述問題加以釐清。 

1.土地「使用」管制與土地「收益」管制 

如前所述，所謂「剝奪」係指政府以法令限制財產權之使用，使

其遭受類似徵收之侵害，卻沒有給予公平補償的一種現象，而這樣一

種現象，多被限制於土地「使用」政策上。但自美國最高法院裁定1922

年馬宏案之後，法院首度出現就「個案實情」的特別情況所為之「特

別檢視」，此後便陸續出現「土地『使用』管制」之外，因法令（regulation）

之執行使財產所有權人之財產權受限制之判例，此種特別檢視之判例

若裁定財產所有權人勝訴，該案便成立「管制性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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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五租約即是一種因減租條例之執行，使地主財產權受到限制

卻沒有獲得公平補償之現象。由於以往剝奪之概念多援用在土地使用

管制上之探討33，焦點集中在土地「使用」上的限制，而三七五租約卻

是對於土地「收益」上的限制，似乎有所不同。 

雖然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對於租金管制政策判決成立管制性剝奪之

判例，在文獻上仍付之闕如，但租金管制政策在法院當中亦不是完全

沒有討論的空間，例如美國第一個進入最高法院的租金管制判例－

Block v. Hirsh34案。該案原告想要收回其出租給被告的一樓及地下室的

公寓，但被告主張在該地戰時緊急情況的租金管制法規之下，只要他

繼續支付租金，即得以承租該公寓。在一個五票比四票的決議中，大

法官Holmes認定在戰時情況的公民社會下，租金管制法是適當的警察

權的運用，但Holmes卻避開了這樣的租金管制法規，究竟屬於管制性

剝奪還是警察權下的管制法規，而他發現該法即使不構成剝奪，也不

滿足公共使用的要求35。更有文獻指出租金管制會加劇社會問題。36 

然而聯邦最高法院於五○年代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未審理房租

管制案件，到了八○年代再度探討房租管制議題時，由於時空背景不

同，此時即不再侷限於緊急處置理論。1986年的Fisher案37宣告加州柏

克萊市之房租管制法令除不抵觸聯邦反托拉斯法外，且不違反聯邦憲

法增修第十四條之正當法律程序保護。1988年的Pennell案38判決上訴人

所提起聖荷西市房租管制法令違反正當法律程序、平等保護、以及徵

收條款等主張均不成立。39 

而其中一起聯邦最高法院認為或許構成「管制性剝奪」之租金管

制案件，為1992年的Yee v. City of Escondido40判決。本案中土地所有

                                                 
33 如將剝奪理論用以檢視國內既成道路公用地役權、古蹟保存之規定、公共設施保留地、

電業法線路設置之規定等。詳見謝哲勝，1996，頁 140-149。 
34 Block v. Hirsh, 256 U.S. 135, 156(1921)。 
35 根據Epstein(1985：177)對該案的分析，認為公共使用的情況只有在：第一，必須存在

對必需品（在此案為公寓）的雙邊獨占（bilateral monopoly）；第二，是否致力於分割地

主與承租人之間的剩餘（surplus），這兩種情況下才能滿足，而租金管制法則是兩者皆

無法滿足。是以他認為租金管制政策應該完全被刪除，因為它違反了公共使用的要求。 
36 見 Radford，2005，頁 3-5。 
37 Fisher v. City of Berkeley, 475 U.S. 260(1986)。 
38 Pennell v. City of San Jose, 485 U.S. 1(1988)。 
39 參見蔡懷卿，2004，頁 68。 
40 Yee v. City of Escondido, 503U.S. 519(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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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將其土地供作可移動車屋（mobile home）之營地（park），依加

州車屋住宅法（California Mobilehome Residency Law）之規定，地主

得終止租約之時機僅限於承租人積欠租金以及地主欲變更土地之全部

用途。又，當車屋租約移轉時，地主亦不得要求車屋遷出、不得收取

轉讓手續費，或是不得對於有能力付租的承租人行使拒絕續租的權

利。而該市的房租管制法，又將其租金限制在1986年之租金水準，禁

止地主擅自調漲租金。因此一群可移動車屋營地之地主向法院提起了

「占有剝奪」（possessory taking）之訴。聯邦法院則認為，任何以低

於市場租金形式所發生之財富移轉，並不因此就使「管制」變成「物

理侵入或占領」之性質。此外，對於地主所提該法剝奪聲請人挑選未

來承租人之權利，法院亦指出，該論點或許與「管制性剝奪」是否發

生有關，但與「占有剝奪」是否發生無涉，而否定了當然剝奪（per se 

taking）規則之適用。41 

雖有實證文獻指出租金管制會造成社會問題加劇，然而加州最高

法院卻認為在實質增進公共利益的準則下，租金管制政策並不會被擊

垮，且這些租金管制規則亦不必受高度的詳細檢視。然而當地受租金

管制的財產所有權人轉而向聯邦政府上訴，並於2004年的Cashman案42

中第九巡迴審判法院發現，租金管制法在實質增進公共利益的準則下

違反了美國憲法第五增補條款之規定。 

2.公共使用（public use） 

美國憲法第五增補條款中所稱因公共使用而有剝奪人民財產之行

為，其概念是向不特定對象之人謀取公共利益。而三七五租約卻是以

特定對象之佃農，增進其「公共利益」43，並非公共使用之情況，是以

在公共使用之概念下兩者係有所出入。然Kelo一案將公共使用之解釋

擴張為「公共目的」，是以雖然「剝奪」私人財產予非「公共」之特

定對象使用，但其使用若有公共利益之附隨效果產生，亦得以認定其

                                                 
41 參見蔡懷卿，2004，頁 68-69。 
42 Cashman v. City of Cotati, 374 F.3d 887 (9th Cir. 2004). 
43 釋字五八○號解釋文之理由書中略謂「…減租條例對出租人契約自由及財產權之限制，

要非出租人所不能預期，衡諸特殊之歷史背景及合理分配農業資源之『非常重大公共利

益』，尚非憲法上之信賴保護原則所不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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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憲法之規定。44 

蘇志超（1998）則指出，依我國土地法第二○九條規定，除因公

共目的之使用而實施公用徵收外，政府如因實施國家經濟政策之需

要，亦得依據國家特定法律之規定，徵收私有土地。此種情況屬於政

策性徵收，是以政策性徵收與公用徵收是兩種同時並存，而其基本目

的迥然不同之徵收制度。又所謂「實施國家經濟政策」並無明確的範

圍限制，而土地政策包含於經濟政策之中，為實施國家經濟政策而徵

收私有土地，自應以實現土地政策之目標為最優先，而土地政策中，

有關政策性徵收之規定即包括為直接創造自耕農而徵收私有土地。減

租政策既屬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之前奏，而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乃為

直接創造自耕農而徵收私有土地者，是以本研究認為或可將三七五租

約視為將公共使用擴大解釋為公共目的之政策性徵收之一環。 

綜上所述，三七五租約此種租金（收益）管制對地主而言，雖非直接

剝奪其土地予佃農耕作，然而這樣的租金管制政策確實造成地主財產權受

到實質且持續性的限制，雖然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否認租金管制是為當然剝

奪之適用，但並未排除援用「管制性剝奪」概念加以檢視之可能45；且雖然

剝奪之概念，是向不特定對象之人謀取公共利益，而減租政策卻是對特定

之佃農增進其利益，兩者有所差異，惟在公共使用被擴張解釋為公共目的

之下，三七五租約雖在地主財產權受限下亦伴隨「重大公共利益」之產生。

因此政府於減租政策所為之租金（收益）管制，雖無法以剝奪之角度加以

分析，但卻得以管制性剝奪之概念進行探討46。 

（二）援用管制性剝奪概念檢視三七五租約 

其實三七五租約和Yee案十分相似，同樣是對地主之土地收益加以限制

（租金水準未調漲）、終止租約之時機亦十分嚴格，以及不得拒絕承租人

續訂租約之權利。而在Yee案中，法院雖否定其為當然剝奪規則之適用，卻

預留得以管制性剝奪予以檢視之伏筆。既然兩者之背景相同，皆為管制政

策下對土地收益之限制，故本研究認為三七五租約亦得以就減租政策之特

                                                 
44 Fischel(2005/2006)指出，早在 Kelo 案之前即有充足判例將公共使用擴張解釋為公共目

的。Berman vs. Parker, 348 U.S. 26(1954)即屬一例。 
45 在 Yee 一案中，雖然法庭上提及類似徵收管制之議題，但因原告事先並未提交書面之辯

論書狀，不符程序規定，故未進一步加以審理。 
46 Radford(2005)對美國先前租金管制案例進行分析，明白指出租金管制屬於管制性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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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事實情況，援用「管制性剝奪」之概念予以特別檢視，藉此觀察減租政

策之實施對目前三七五租約的地主而言，存有何種財產權程度上之限制47。 

如前所述，在眾多判例的累積之下，美國聯邦最高法院逐漸形成一套

判定提請反向徵收之訴的案件，是否構成管制性剝奪的原則。本研究將援

用該原則，對於三七五租約進行檢驗。按一般正當程序來說，提請反向徵

收之訴者，必須用盡所有救濟程序，方得申訴，故本研究假設地主符合程

序部分之審認，直接依照審查原則的性質分為前提審認（公共利益存在、

管制手段與目的之必要連結）及案情審認（對財產之經濟衝擊，包括土地

之整體價值、合理之經濟使用以及投資回收之預期）兩類程序，進行審認，

茲分述如下。 

1.公共利益存在 

公共利益之存在由立法目的得以觀之。按大法官釋字五八○號解

釋所示，「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四項扶植自耕農之農地使用政策，

以及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改良農民生活之基本國策，均係為合

理分配農業資源而制定。中華民國40年6月7日制定公布之耕地三七五

減租條例，旨在秉承上開憲法意旨，為38年已開始實施之三七五減租

政策提供法律依據，並確保實施該政策所獲致之初步成果。其藉由限

制地租、嚴格限制耕地出租人終止耕地租約及收回耕地之條件，重新

建構耕地承租人與出租人之農業產業關係，俾合理分配農業資源並奠

定國家經濟發展方向，立法目的尚屬正當。」是以，在基本國策的引

導下，大法官認為減租條例有利於公共利益的提升。 

2.管制手段與目的之必要連結 

大法官認定減租政策具公共利益之存在，然而尚須對於促成此項

公共利益之手段加以檢視。由於公共利益是典型不確定之法律概念，

因此在減租政策與保障佃農權益之間須透過「比例原則」予以檢驗。

一般而言採取廣義比例原則加以理解，包括適當性原則、必要性原則

與過渡禁止原則（即狹義比例原則）。在適當性原則下，減租政策具

有合憲之依據，也誠如各調查報告結果所示有助於保障佃農權益之達

                                                 
47 美國法之「管制 vs.剝奪」實即相當於大陸法之「社會義務 vs.特別犧牲」界限認定問題。

參見蔡懷卿，2004，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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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次以必要性原則觀之，今日減租條例業已達成階段性任務，雖有

部分承租人未能成為自耕農，然而過去政策背景之環境已不復在，欲

達到保障佃農權益的手段應不僅止於減租政策一種，且三七五租約對

於地主財產權產生嚴格限制，是否能再研擬多種政策方案並選擇一侵

害最少之手段，值得探討。最後以狹義之比例原則檢視，減租政策是

否屬必要之最低侵害手段，大法官釋字五八○號解釋文對於減租條例

第五、第六、第十六與第十七條相關規定，以「…縱於出租人之契約

自由及財產權有所限制，衡諸立法目的，其手段仍屬必要而且適當，

亦兼顧承租人與出租人雙方之利益，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比例原則、第

二十二條契約自由、第十五條財產權及第七條平等權之保障並無違

背。」之說明，可以確定在減租政策與公共利益當中應存有「必要連

結」之關係。 

3.土地之整體價值 

訂定三七五租約之耕地受減租條例規範，因設定三七五租約之負

擔將使其市場價值降低，且租約以一地號土地之全部為約定範圍，是

以受影響土地之價值亦及於一宗土地之全部。而部分地主因其出租耕

地已變更為建地使用且公共設施完竣，依法地主必須負擔地價稅，然

而佃農繼續維持農用而未解約，使收取的地租與負擔的地價稅相距甚

遠而不成比例，可謂入不敷出，加上減租條例規定用地變更之解約補

償，或是民間於租佃關係解約時地主給予佃農補償之習慣，皆使土地

整體價值減損。 

4.合理之經濟使用 

所有權人因具有完整所有權，得自由使用、處分、收益其財產。

三七五租約之地主雖然保有所有權，因財產權受限制之故，每年僅能

收取微薄的地租48，地主以可觀的成本持有出租地，幾乎無合理之經濟

使用可言。此外，對已變更為建地之三七五出租耕地尚維持農業使用，

降低整體土地使用之效率，亦不符合合理經濟使用之標準。 

 

                                                 
48 自減租條例公布施實以來，地租之計算方式（全年正產物收穫總量）未有修改，三七五

租約之地租計算名為定律，實為定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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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資回收之預期 

在減租政策推行以前，地主可對其所持有的耕地自由使用、收益

及處分，而有投資回收之預期，特別是位於都市或市郊區位的耕地，

因為都市計畫之公布或都市快速發展等因素而具有變更增值的潛力。

自減租條例修訂之後，地主投資回收之預期因用地變更須付予佃農補

償，特別是那些已變更為建地卻維持作農業使用的耕地，因租約之存

續使地主無法進行合理投資。租約一日不解除，地主負擔之成本則與

日俱增，更遑論有投資回收可預期。 

三、三七五租約構成特別犧牲之分析 

透過上述原則之檢視，依減租條例所訂定之三七五租約，雖然在大法

官解釋之下肯定其具有公共利益之存在，並且在管制手段與目的當中亦存

有必要連結，但因租約存續造成土地整體價值貶損、產生不合理經濟使用，

以及導致地主投資回收預期之阻礙，卻也是地主所承受之財產權限制。按

本研究文獻回顧之分析，大法官於一連串的解釋文中肯定「財產權持續性

的限制」，亦可能達成特別犧牲之情況，並進一步表示人民財產權若逾越

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範圍，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者，應依其受損程度給

予不同補償。而長久以來地主忍受三七五租約對其財產權持續性之限制，

似已超過一般人所應忍受社會責任之範圍，按管制性剝奪檢驗之標準，三

七五租約對於地主而言，似已構成特別犧牲之情況。 

四、綜合分析 

本研究藉由法院裁定構成管制性剝奪構成之原則，來檢視減租政策對

地主財產權之限制，進而假定所有訂定三七五租約之地主皆符合「當事人

適格」以及「正當法律程序」之程序審認。則於前提審認部分，在大法官

解釋之下減租條例有利於公共利益之提升，故滿足促進國家公共利益之準

則；且大法官亦肯定減租條例相關規定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比例原則並無違

背，亦通過對於促成此項公共利益之手段的檢視。 

但在案情審認部份，依減租條例所訂定的三七五租約，若按上述管制

性剝奪之檢驗標準，雖屬於當時政策環境背景下，增進公共利益的必要手

段，但幾近永佃權的租約期限、微乎其微的租額收入，加上令地主無力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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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的變更補償費用，非但使地主整筆出租耕地的財產權受到嚴格限制（即

土地整體價值減損），當前薄弱的農業生產收益亦無法使耕地為合理之經

濟使用，加上地主使用耕地之財產權被剝奪，使其更不具有任何投資回收

的預期。 

綜觀整體情況而論，三七五租約似已符合達管制性剝奪侵害之標準，

即使三七五租約為「收益管制」且本質上非屬「公共使用」，與一般剝奪

案件屬於「使用管制」及符合「公共使用」之要件不甚契合，但是在美國

法院當中就此等案例之探討仍保有斟酌之空間，但是就我國大法官解釋文

對財產權限制與補償之概念下，似已達「特別犧牲」之情況，此時地主則

應該被賦予維護其財產權利之請求權，要求政府撤銷管制或是給予金錢補

償。然而，是否所有的租約案件皆能符合判定管制性剝奪準則之審認，則

需要進一步之探討，此部份留待下一章進行個案分析。 


